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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

抬頭望雨絲　夜風翻開信紙

你的筆跡轉處　談論昨日往事

如何讓你知　活在分開不寫意

最寂寞夜深人靜倍念掛時

沒有你暖暖聲音　瀝瀝雨夜不再似首歌

別了你那個春天　誰在痛苦兩心難安

我帶着情意　一絲絲悽愴

許多說話都仍然未講

縱隔別遙遠　懷念對方

悲傷盼換上　再會祈望

我帶着情意　一絲絲悽愴

許多說話都仍然未講

盼你未忘記　如夢眼光

只需看着我　再不迷惘

重投夢裏鄉　在孤單的那方

見到今天的你　仍像昨日漂亮

柔情望對方　望着一生都不想放

怕日後夢醒時候印象淡忘

那
有
一
天
不
想
你

A1

C

A2

B

作曲���林慕德���
作詞���向雪懷���
原唱���黎明

寫一封信，寄給你想念的人，在今日的社會似乎很難想

像。我認為，一筆一字的寫在信紙上，才令人覺得真實。

看你選了怎樣的信紙，挑了哪枝筆來寫，便可知道收信

人的重要性。

字，會因為心情而改變。所以看信不單要看內容，還要

看字體。能看出煩躁、看出無奈，甚至看到淚痕。

我喜歡寫信，因為寫下來的一字一句都是一種承諾。紙

會泛黃，墨會轉淡，但信中說的永遠存在，不可能忘記。

這是愛的證據，也是真情的表白。�

寫〈那有一天不想你〉前已經知道是一首廣告歌，為電

訊商推廣無線電話服務。人貪方便，愛趕潮流，用手提

電話已是大勢所趨。這首歌應該如何開始？就從書信往

來開始吧！

構思時從來不會把商業考量放第一位，但一首這樣重要

的商業歌從構思、作曲、作詞，都要經過廣告公司認可。

他們不容許偏離整個推廣活動的核心價值，所以要在創

作自由和商業考慮兩者之間取得平衡，才算得上成功。

電子傳媒及歌迷只會從他們的審美角度出發，但我認為

只有好歌才能得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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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雨夜，一陣微風，翻開桌上的信。信中字裏行間，

細說往日一些瑣碎事。今日相隔兩地，生活一點都不寫

意，因為愛侶的聲音不在耳邊。

愛人的聲音、愛人的擁抱，都非書信可以做到。如果有

另一選擇可以聽到遠方的人訴說近況，那多麼好！心底

話往往要靠一時衝動的勇氣才會說出來，衝動冷卻了就

永遠埋沒，再聽不到。

別離是一種考驗，考驗要有精神上的支持。迷惘的時

候，請不要忘記愛侶深情如夢的目光。甚至在夢裏也要

牢牢記着對方，怕夢醒時會淡忘。

黎明唱這樣的歌最適合。不出所料，廣受歡迎，拿下年

度頒獎禮所有獎項，更是當年所有歌曲播放率之冠，將

黎明推到穩站「四大天王」之列。

植入歌詞的浪漫

「填詞人是自由決定歌詞內容還是要按特定主題創

作？」

1�Demo，Demonstration 的縮寫。在流行音樂行業裏，Demo 是

歌曲的樣本（小樣），當中會有主旋律、簡單編曲或模擬歌詞。
填詞人多是按 Demo 中的旋律創作，很少有機會看到曲譜。

這是填詞人常常被問的。事實上，答案因歌而異。某

些 Demo1 發到填詞人手上時，附件並沒列明歌曲特定

主題，甚至誰唱也不知，填詞人可任意發揮；某些則有

簡單資料交代歌手背景、專輯風格或基本主題要求，如

「關於愛情」，填詞人就要在規限中完成創作；也有些

是為特定目的而徵稿，如電影或電視劇主題曲、活動宣

傳歌曲、廣告歌等，填詞人就必須按客戶的要求完工，

例如內容要呼應電影主題及故事大綱、歌詞應包括宣傳

口號或隱含打算藉歌曲向聽眾傳播的訊息等。至於具指

定撰寫要求的填詞工作有利創作還是窒礙創意，這就更

是因人而異，純屬個人喜好了。

〈那有一天不想你〉是一首有預設創作要求的廣告歌。

1994 年，在那個聽粵語流行曲和唱卡拉 OK 仍是市民

普遍娛樂方式的年代，〈那有一天不想你〉囊括了四大

那有一天不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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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傳媒 2 的金曲獎項，更在香港電台主辦的「第十七

屆十大中文金曲頒獎典禮」獲得「全球華人至尊金曲」

獎，由此可見受歡迎的程度和影響力。在聽眾心目中，

〈那有一天不想你〉是一首動人的情歌，旋律、歌詞加

上天王黎明的演繹，完美地讓聽眾感受到與情人分開和

彼此思念的情懷。然而，倘若要從創作的角度剖析這歌

的成功之處，則需先清楚上述的感覺都是植入歌詞的浪

漫。

1993 年開始，和記傳訊掀起了以黎明為主角並演繹主

題曲的廣告熱潮，自此不少黎明的歌迷和女性觀眾都幻

想自己是和記廣告系列中的女主角「阿 May」。〈那

有一天不想你〉是 1994 年的廣告歌，推銷「和記天地

線」3 及傳呼服務，廣告名《天地情緣》。既是廣告，

就要負起為客戶傳遞訊息的責任，但又要避免「硬銷」，

於是將產品或服務策略性地融入廣告，讓觀眾收看時留

下印象，達到潛移默化的目的。這手法，是植入式行銷

（Product�Placement�Marketing），而〈那有一天不想你〉

就是在這情況下產生的作品。《天地情緣》的完整版本，

是一個 3 分 30 秒的 MV，廣告最後的畫外音是：「無

論幾遠距離，始終維繫一起。和記傳訊，訊息傳送，天

地互通。」這是廣告的口號，也是商人最終想觀眾接收

的一切。〈那有一天不想你〉成功，因為它既配合 MV

內容，又不着痕跡地把廣告所要推銷的融入歌詞，更幸

運地流行，發揮了巨大的影響力。

歌詞開首數句「抬頭望雨絲／夜風翻開信紙／你的筆跡

轉處／談論昨日往事」，表面上寫雨夜翻閱情書的浪

漫，實際上暗示書信所寫的，到達對方手上都已成往

事，難以舒緩思念的痛苦，因此接着的「如何讓你知／

活在分開不寫意」就能讓聽眾聯想到即時通訊的可貴。

到了 B 段，「沒有你暖暖聲音／瀝瀝雨夜不再似首歌」

更明言不能通話，一切再沒意思。接下來的 C 及 A2 段，

基本上所有內容都在襯托「許多說話都仍然未講」一

句，呼應無論多遠距離，始終要靠傳訊科技維繫一起的

口號。詞作者在整首詞中都不斷對比「聽到聲音」與「只

2�四大電子傳媒包括電視廣播有限公司（無綫電視）、香港電台、

商業電台及新城電台。

3�九十年代和記傳訊提供的手提電話服務，手機只能在指定範圍

內撥出電話，不能接收來電，因此要配合傳呼機使用。

那有一天不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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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通信」的落差，種種有關與情人分隔兩地的孤單、思

念、痛苦與悽愴，還有日夜盼望與情人重聚的期望，都

是刻意為包裝廣告訊息而營造的浪漫與感傷。當歌者以

熒幕上俊朗的形象唱出主題曲的悲情，加上如電影般的

情節與畫面，配合密集的播放量，聽眾（特別是黎明的

「粉絲」）就會在不知不覺中被感染與薰陶，發揮廣告

促銷的作用。

流行曲不純粹是藝術品，它同時也是商業活動，因此在

製作的過程中，總有不同程度的策略與計算。至於製成

品會否流行，就如人的命運一樣，視乎其自身的際遇。

填詞人可以控制的，就只有在創作時不論面對多少限制

也悉力以赴，才無負所有可以展現才華的機會。

如早春初醒　催促我的心

將不可再等

含情待放那歲月　空出了痴心

令人動心

幸福的光陰　它不會偏心

將分給每顆心

情緣亦遠亦近　將交錯一生

情侶愛得更甚

甜蜜地與愛人　風裏飛奔

高聲歡呼你有情　不枉這生

一聲你願意　一聲我願意

驚天愛再沒遺憾

明月霧裏照人　相愛相親

讓對對的戀人　增添性感

一些戀愛變恨�更多戀愛故事動人

畫上了絲絲美感

難
得
有
情
人

A1

A3

A2

作曲���盧東尼���
作詞���向雪懷���
原唱���關淑怡

那有一天不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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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長髮，一條紅色短裙，一雙高跟鞋，一個搖曳的身

影，一步一步的走進錄音室。她是如此的淡定，如此的

從容，信心滿滿的。那一晚，關維麟安排了一個新人到

寶麗金錄音室試音，我和其他唱片監製都聞風而至。早

收工的都留下來了，晚上等開工的也樂意多留一會，因

為聽說這新人歌唱得很好。

所傳非虛，她選唱了 Whitney�Houston 的〈The�Greatest�

Love�of�All〉，還要唱原來的調子。她的聲音豐富着不

同的顏色，她的歌唱節奏能將音樂舞動起來。她選唱的

歌曲在她的歌聲裏有另一番滋味，跟原唱不遑多讓。這

個新人名叫關淑怡（Shirley）。她留學美國，修讀時裝

設計，對最新的音樂瞭如指掌。寶麗金當然不會「走漏

眼」，馬上簽她成為我們旗下的歌手。

關淑怡的第一張專輯《冬戀》廣受媒體及樂迷接受，建

立了時尚歌手的地位。當時的樂壇正在鹹淡水交匯處，

意思是流行音樂是一代一代進步的，這段時間的流行音

樂正在靜靜地起了變化，有很多不同風格的曲式融入了

粵語流行音樂裏。

〈難得有情人〉的旋律在關淑怡簽約前已存在。盧東尼

原本寫這首歌給另一位歌手，但那位歌手沒有選唱。到

緣起

了關淑怡籌備第二張專輯時，唱片監製葉廣權覺得適合

關淑怡，希望我來完成寫詞的工作。由於關淑怡是新

人，監製的決定她也不會異議。

接過歌曲 Demo（小樣），是一個用琴彈奏的小調。回

家一直在想第一次見 Shirley 的情況。那個晚上，那第

一個感覺，我相信誰親身經歷過都會忘不了，那是一個

很難得的回憶。

難得⋯⋯那怎樣才可以得到，有錢就可以得到嗎？不

是。有名氣就可以得到嗎？不是。有地位就可以得到

嗎？也不是。最難得到的是在無意中遇上。我在想，一

個如此優秀的女生，她心裏是在等待一個怎樣懂她愛她

的人？每個少女都有她自己的夢。到了適當的年紀，就

好像春天來到的一刻，花兒含苞待放，春露潤澤大地。

蝶兒會來試探，蜜蜂也過來湊熱鬧，鳥兒會在面前起

舞，等待着少女的抉擇。這是人生最甜美的階段。

我相信上天是公平的，幸福的光陰每一個人都會分享

到，當然是有遲有早，有先苦後甜，亦有先甜後苦。最

感人的愛情故事，應該是怎樣的？

愛情每個人都會經歷到，所以情歌最易觸動人心，但亦

難得有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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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難寫。不可老調重彈，也不可脫離大眾的認知。所以

我用「早春初醒」開筆，刻意描畫甜蜜的感覺，經歷一

場「驚天動地的愛，再沒遺憾」，只因為「一聲你願意，

一聲我願意」。「問世間，情為何物，直教生死相許」，

愛好像永遠離不開有恨。恨有緣無份，恨有份無緣，恨

情薄，恨愛深。很多人用恨來了結自己的一生，何不放

下仇怨，記住你曾愛過的人？

藏在幸福中的現實

〈難得有情人〉是一首「難得」不悲情的情歌。以愛情

為主題的香港粵語流行曲，大部分有關單戀、失戀或苦

戀，歌頌甜蜜愛情的當然有，如〈為你鍾情〉、〈每天

愛你多一些〉和〈愛是永恆〉等，但並非大多數，〈難

得有情人〉也是少數之一。

「難得有情人」典出於唐女詩人魚玄機作品〈贈鄰女〉

中的「易求無價寶，難得有情郎」，原寫女子被拋棄的

怨憤，也慨嘆世上難覓專情的男子。相反，〈難得有情

人〉一曲，詞作者是以愉快的筆觸，寫遇上對象時就要

盡情享受戀愛，這樣才不枉人生。歌詞的立意很配合輕

快抒情的旋律，加上歌者關淑怡甜美的演繹，令歌曲推

出後立刻引起樂迷的注目，大受歡迎 1。

本曲只有兩段正歌和一段副歌，歌詞相對簡單，寫的是

沐浴於愛河的幸運兒如何羨煞旁人。然而，歌詞中的甜

蜜卻是以連串有關幸福和戀愛的詞彙堆砌，包括「早

春」、「含情待放」、「痴心」、「動心」、「幸福」、

「情緣」、「情侶」、「甜蜜」、「有情」、「我願意」、

「驚天愛」、「沒遺憾」、「相愛相親」、「戀人」、「性

感」、「戀愛」、「美感」，意圖以排山倒海之勢感染

聽眾，卻未見深刻的描寫。以早春含苞待放的花兒比喻

女子對愛情的渴求開展作品，也不是新鮮的手法。事實

上，詞作者要在有限的篇幅和旋律限制下表情達意，更

要起承轉合，從來不是簡單容易的事。以三言兩語歌頌

1�〈難得有情人〉於 1989 年出版，奪得當年「十大勁歌金曲頒獎

典禮」的「十大勁歌金曲」、「十大中文金曲頒獎音樂會」的「最
佳中文（流行）歌曲獎」；關淑怡也在同年獲頒「叱咤樂壇流行榜
頒獎典禮生力軍女歌手金獎」、「十大勁歌金曲頒獎典禮最受歡
迎新人獎」及「十大中文金曲頒獎音樂會最有前途新人銀獎」。

難得有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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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情如何才能不落俗套，又不會淪為口號式的抒情，更是

值得創作與欣賞者探討與深思。

許多人喜歡透過作品窺探作者的內心世界，〈難得有情

人〉有兩句歌詞應該可以滿足好奇者的需要。「情緣亦

遠亦近／將交錯一生」和「一些戀愛變恨／更多戀愛故

事動人」這兩句，似在隱約透露詞作者對愛情真象的看

法。於一首開宗明義寫戀愛甜蜜的歌中，道出了緣分無

從掌握，即使曾經相愛，也可能有天由愛變恨的無奈，

究竟是想藉此襯托「難得有情人」的可貴，還是不經意

流露了作者心底的感受，以致禁不住在糖衣的包裝下隱

藏了對現實人生的想法？真相只有作者本人才知道。基

於與向老師有協議互不干涉彼此撰寫的內容，我也不打

算向他求證。有言「作者已死」2，謎團就留待聽眾自

行玩味和揣摩吧！

2� 「作者已死」（The�Death�of�the�Author），由二十世紀法國文

學理論家羅蘭・巴特（Roland�Barthes）於 1976 年提出。意指
文學作品一旦發表或呈現，讀者就可根據個人的文化背景和想
法，欣賞、理解及詮釋作品。這理論賦予讀者開放的欣賞空間，
不再以作者為中心，也不再受制於創作的原意。

如告知某一些的戀愛結果會心傷

曾愉快一試何妨�

如告知我的一些感覺你不會欣賞

誰共你一般思想

不知哪裏風向又傳來了花香

再次編織心中的幻想

一人有一個夢想　兩人熱愛漸迷惘

三人有三種愛找各自理想

一人變心會受傷　兩人願意沒惆悵

三人痛苦戀愛不再問事實與真相�

何以我每當開始戀愛你這麼緊張

誰令你心跳若狂

何以我每當終止戀愛你變得輕鬆

流露你心中所想

不知哪裏風向又傳來了花香

再次編織心中的幻想

一
人
有
一
個
夢
想

A1

A2

B

作曲���盧東尼���
作詞���向雪懷���
原唱���黎瑞恩

難得有情人


